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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以大多數大學而言，創設研究所的目的，多希望培育專業的研究人才。

以政大教育所為例，碩、博士班係以培育具備教育專業、具備獨立思考及研

究能力的專業人才為宗旨（詳細資訊請至政大教育所網址查詢：

http://www.nccu.edu.tw/server/publichtmut/html/w102/cw102.html）。

但在經濟不景氣、職場供需不平衡的情況下，再加上學術研究職場上的沈重

壓力，多數研究生畢業後，都先轉往職場上發展，除非對學術工作擁有強烈

動機，才會繼續堅持在學術研究這條路。研究者依據個人的經驗、觀察研究

所文化與生態，並閱讀相關的文獻理論後，歸納整理出可能會影響研究生學

術動機的變項可能有：希望信念、師徒關係、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

整等變項。也就是說，本研究認為研究生在面對論文研究挫折時的希望信念

與意義建構、與指導教授互動的經驗與收穫、自身對學術研究的熱情以及調

節負面情緒的能力等，可能是研究生在論文撰寫歷程中相互影響的重要變

項，且進而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的發展。雖然各大學之研究所，皆以培育研

究人才為宗旨，但似乎都只重視「量」上的培育，而忽略了「質」的重要。

換言之，在碩、博研究生畢業的數量逐日增加時，更應該去思考當研究生畢

業時，其學術動機如何？是否願意選擇學術相關的職業？甚至去探討影響研

究生學術動機的可能變項為何？藉以達成各研究所培育研究人才之目的。職

是，在現今研究人才逐漸流失與不足的情況下，探討在論文撰寫的歷程中，

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的可能變項、變項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其是如何影響學

術動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的課題。 

    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所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

活動朝向某一特定目標進行的內在作用（張春興，2001）。本研究由各心理

學派討論動機的觀點可知，動機是一種本能與驅力，動機也是一種需求、動

機更是一種期望。個體是因動機而引發行為，而使得個體的行為有無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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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本研究以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理論、Pintrich（1989）的期望價值理論以

及 Wigfield 與 Eccles（2000）的期望-價值模式為學術動機的理論基礎，認為

學術動機包含了價值、期望與情感等成分。本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對動機更為

細膩的分類，因此在探討學術動機時，會同時考量個體對某活動的重要性評

斷、對自我能力與成功的期望、以及喜愛的程度，使學術動機的內涵更加完

整。本研究關注的是研究生在論文撰寫歷程中，其學術動機的傾向如何？因

此，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即在探討研究生完成論文撰寫歷程中其學術動

機的高低。 

    本研究動機之二所欲探討的是研究生在論文撰寫歷程中，可能的重要影

響因素如希望信念、師徒關係、意義建構、熱情、情緒調整等彼此間的互動

關是如何影響研究生的學術動機？  

    Seligman（2002）曾經指出，在探討「個體如何活得更有意義」時，「熱

情」正是回答此問題的答案。熱情是指個體傾向去從事某一個他/她所喜愛、

覺得重要且願意投注時間在其中的活動（Ratelle, Vallerand, Mageau, Rousseau, 

& Provencher, 2004; Rousseau, Vallerand, Rarelle, Nageau, & Provencher, 2002; 

Skitch, & Hodgins, 2005; Vallerand, Blanchard, Mageau, Koestner, Ratelle, 

Leonard, Gagne, & Marsolais, 2003）。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將熱情視為是一種正

向的情緒，他認為在理性的基礎下，個體的行為是正向的，且會使個體更主

動的投入活動之中；德國哲學家黑格爾更進一步地提出，熱情是達成高成就

的必要條件。根據自我決定理論的陳述，當個體是樂意、自主地去啟動某活

動，亦即個體對該活動展現的是的和諧性熱情時，在活動歷程與結束後，會

形成一種能力的回饋訊息，再次增強內在動機（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 )。Shernoff、Csikszentmihalyi、Schneider 與 Shernoff 使用經驗抽樣的

技術，研究專注、興趣與享受對心流經驗的影響，其結果發現，興趣可以塑

造一個重要的情境，讓學生能有持續的動機以及學習（引自 Ainley, Corrigan 

& Richardson, 2005）。綜合上述研究可知，當個體對活動擁有和諧性熱情與

興趣時，他/她能夠塑造環境、控制自己對活動的熱情，而能有較正向的情

緒、並在活動結束後，因感受自己的能力而增強動機，堅持自己的目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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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生可能會因為自身的和諧性熱情而去塑造環境，而影響指導教授所

給予他/她的師徒功能；也可能因為擁有自主性，較願意主動善用策略來調

節因負向事件而生的負向情緒；亦可能會覺得論文撰寫是有意義的活動、因

而能以正向的觀點來看待論文撰寫過程中的挫折，而能有較高的動機。換言

之，學術熱情可能是研究生論文撰寫歷程中的重要變項，它可能是研究生學

術動機的直接影響變項，也可能是師徒功能與情緒調整的間接影響變項。 

    近十年來，教育界已逐漸重視「情緒」的研究（Pekrun, 2005）。生活中

的任一部份（包含學習領域），都有可能產生情緒。Pekrun、Goetz 與 Titz（2002）

的研究結果即指出，興趣、希望以及得意等正向情緒與學生的興趣、內在動

機、外在動機、整體的學習動機、學業努力等有正相關存在。換言之，正向

的學業情緒可促進學生彈性、創造性的思考，有助於學業成就。然而，情緒

的產生，並非都是正向的，難免會遭遇挫折、困難而產生負面情緒。許多學

者（Baumeister, Heatherton, & Tice, 1994; Gross, 2003; Parkinson, Totterdell, 

Briner, & Reynolds, 1996）提出，當個體在進行情緒調整時，若運用適當的

情緒調整策略，則能使個體在情緒事件中調適得更好。因此，個體需善用情

緒調整策略進行情緒調整，將負向情緒調整為正向情緒，以利學習。而情緒

調整除了能將負向情緒調整為正向情緒外，它也有助於目標之達成（陳金

定，1998；Calkins, 1994；Thompson, 1994）。職是，若研究生能善用策略來

調節情緒，則可能幫助他/她在論文撰寫歷程中調適得更好，以促進創造性

思考，達到問題解決，而有助提升學術動機。換言之，情緒調整可能是研究

生論文撰寫歷程中的重要變項，它也可能是學術動機的直接影響變項。 

    當個體遭遇到問題，或陷入憂心的情境中時，讓個體能樂觀以對，擁有

動力去面對、處理的力量，即是「希望信念」。韋伯字典在定義希望信念時，

則是依循以下三點：（1）對預期實現的渴望；（2）對期望獲得的渴望；（3）

對渴望的預期（Korner, 1970）。Hagen、Myers 與 Mackintosh（2005）以及

Korner（1970）皆認為，可將希望信念視為是一個保護因子，保護個體去對

抗存在於壓力情境中壓倒性的困難，而能持續行動。Snyder、Rand 與 Sig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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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認為藉著希望信念，學生能增加達到預期目標的多元路徑之能力知

覺與動機，他們以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均發現，希望信

念在學業成就上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綜合以上研究可知，當個體有希望信

念時，它可能激發動機，讓個體產生能量與動力，堅持自己的選擇；也較能

使個體將挫折視為挑戰，使用有效的策略來激勵自我、調適情緒。職是，在

論文撰寫的過程中，研究生難免會碰到挫折與困難，此時若擁有希望信念，

他/她較可能激勵自己，繼續堅持在論文撰寫上、也較能使用情緒調整來調

轉換負面情緒。換言之，希望信念可能是研究生學術動機發展歷程模式中的

重要變項，它也可能是研究生熱情與情緒調整的直接影響變項。 

    韓愈在師說中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孔子亦云：「三

人行則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不善者而改之」。可見自中國古代

以來，就非常重視師道，強調師徒制的學習。在研究所的培育過程中，對研

究生而言，除了修習課程外，最重要的即是跟隨指導教授學習其專業知識與

論文的指導。在 1999 年十月份的 APS observe（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的第一句就寫道”對研究生最有益也最重要的關係，

即是能與他/她的師傅一起進行研究（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and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 research can have is with his or her mentor ）”，由此可見師傅對

研究生的重要性了。Kram（1985）、Scandura（1992）以及 Tenenbaum、Crosby

與 Gliner（2001）所提出的師徒功能，包含了心理社會功能、角色楷模、生

涯發展功能與論文指導等。亦即當徒弟遭遇到研究進行上無法跨越的困難

時，透過師徒互動，師傅能提供研究生論文指導、心理社會功能，藉由傾聽、

提供不同的思考觀點，使徒弟能減緩情緒上的衝擊、學習處理、調節情緒，

修復信心與動力；師傅亦能提供的角色楷模功能，使徒弟認同師傅，將師傅

的專業知識、學術研究能力與對學術的態度與堅持等視為目標而努力；另

外，師傅亦能提供與學術生涯相關的訊息，督導學生培養學術的就業能力，

並給予支持與提供人派與機會，以幫助學生發展學術生涯。職是，指導教授

提供研究生在論文指導、生涯發展、心理社會、角色楷模等層面的功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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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影響研究生的熱情與情緒調整。換言之，師徒功能可能是研究生學術動

機發展歷程模式中的重要變項，它也可能是研究生熱情與情緒調整的直接影

響變項。 

    Seligman（2002）大力提倡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Baunmeister

與 Vohs（2005）也認為正向心理學可以增加人類無限的經驗。Gable 與 Haidt

也提出，正向心理學研究能幫助個人、團體、組織等發揮其最佳功能與狀態。

而在正向心理學討論的議題中，「意義」則是整合正向心理學的正向特質

（Baunmeister & Vohs, 2005）。Ryff 與 Singer 認為「意義」是個體的生活有

一個目的或是投注時間與精力來達成某一個期望的目標。Becvar（2000）則

認為意義建構是終生的成熟歷程，它包含了穩定時期以及由生活危機所引發

的改變時期的交替（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Lyddon 與 Aalford

認為，在意義建構的歷程中，當個體以更有力的方法來建構世界的意義時，

舊的知識型態將會被更具理解性的型態所取代（Russell, White, & White, 

2006）。Ryan 與 Deci 指出，經驗了意義，通常會導致正向感受的增加。當

個體擁有正向情緒時，會促進創造性的問題解決、對於新訊息的處理會更加

開放、更大的認知彈性、增加注意力以及增加因應策略的使用（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因此可知，意義本身即是目標，而意義建構則會

使個體去「補救不好的」與「增強好的」。亦即當負面事件產生時，個體經

過意義建構的歷程後，能找出負面事件的正面意義，能將挫折轉換成動力，

繼續朝目標邁進。職是，研究生若能對論文撰寫中產生負面情緒的事件進行

意義建構，找出其正面的意涵以及合宜的解釋，將之化為正面的動力，將可

能有助於研究生認為論文撰寫是有重要的，且繼續進行論文撰寫；也較能善

用策略來調節因負向事件而產生的負向情緒。換言之，意義建構可能是研究

生學術動機發展歷程模式中的重要變項，它也可能是研究生熱情與情緒調整

的直接影響變項。 

本研究以研究者的觀察與經驗為出發，再佐以理論與文獻的支持，提出

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的可能變項有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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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與情緒調整等。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後發現，影響學術動機的重要變項間

之關係尚無定論。因此，研究者透過理論探討與文獻佐證，嘗試建構出二個

較可能的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並驗證模式與觀察資料的適配程度。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瞭解國內研究生在撰寫論文歷程中，其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

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的現況。 

二、探討研究生之人口變項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

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變項上之差異情形。 

三、比較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結論與建議，以作為培育具有學術動機的研究

生之參考。 

 

 

第二節 名詞釋義 

 
壹、研究生 

泛指有論文撰寫經驗的碩、博士生，包含正在進行論文研究與畢業二年

內者。 

 

貳、學術動機 

學術動機（academic motivation）是指研究生在論文撰寫的歷程中，會

以從事學術研究為目標，並持續地朝此目標前進。本研究認為學術研究動

機包含三種成份，分別為價值、期望與情感成份。在本研究中，是以彭月茵、

葉玉珠（2007）所編製的「學術動機量表」中的「價值成份分量表」、「期

望成份分量表」與「情感成份分量表」之得分來代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

中學術動機的程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學術動機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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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術熱情 

    學術熱情（academic passion）是是指個體會感受一股內在的動力，驅使

個體去從事該學術研究活動，但卻不覺得有壓力，因為個體擁有完全自由的

選擇權去從事該活動。在本研究中，是以彭月茵、葉玉珠（2007）所編製的

「學術熱情量表」中的「研究創新分量表」與「知識探究分量表」之得分來

分別代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熱情的程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熱情

越高，反之則越低。 

 

肆、情緒調整策略 

情緒調整（emotion regulation）策略是當個體感受到外在刺激而引起內

在激發狀態時，個體會依據當時情境與過往經驗進行認知的訊息處理，選擇

一最符合當下情境的策略來加以反應，使自己情緒狀況達到平衡或能達到目

標的歷程。本研究認為情緒調整策略包含認知調整策略、行為調整策略與後

設情緒。在本研究中，是以彭月茵、葉玉珠（2007）所編製的「情緒調整

策略量表」中的「認知調整策略分量表」、「行為調整策略分量表」與「後

設情緒分量表」之得分來分別代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使用情緒調整策

略的程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使用情緒調整策略的能力越高，反之則越低。 

 

伍、希望信念 

希望信念（hope）是指當個體遭遇到問題，或陷入憂心的情境中時，讓

個體能樂觀以對，擁有動力去面對、處理的力量的信念。希望信念包含兩種

成份：一為路徑思考（pathways thinking），係指個體對於渴望目標能產生一

個以上有效達成目標的方法之能力知覺；一為動力思考（agency thinking），

係指動力思考是個體知覺自己有能力來使用所創造出的方法來達成目標，其

包含動機或認知努力的成份。本研究以彭月茵、葉玉珠（2007）所編製的「希

望信念量表」之得分來代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希望信念的程度，得分

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希望信念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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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師徒功能 

師徒功能（mentoring function）是指師傅能提供給徒弟的協助。本研究

認為師徒功能有四，包含「論文指導功能（dissertation instrument function）」

係指師傅會教導學生撰寫論文的相關技能，如撰寫以及回顧文獻、發展假

設、分析以及有效能的教學；「生涯發展功能（career development function）」

係指藉由師傅在組織的地位與影響力，提供徒弟得到支持、機會揭露、教導、

保護與挑戰性的工作等，讓徒弟具備發展生涯的能力與資源；「心理社會功

能（psychosocial function）」係指師傅在徒弟自我質疑與追尋的過程中，適

時地給予心理支持、接納、讚賞、不同的思考觀點等，讓徒弟重拾信心，擁

有動力以因應問題；「角色楷模功能（role modeling function）」，係指師傅表

現出可最為徒弟之表率的行為、態度、技巧與價值觀等供徒弟模仿。在本研

究中，是以彭月茵、葉玉珠（2007）所編製的「師徒功能量表」之得分來代

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接受師徒功能的程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接受

師徒功能的程度越高，反之則越低。 

 

柒、意義建構 

    意義建構（meaning making）係指個體能藉著思考事件的正面意涵以找

出意義，來因應生活中的負面事件。在本研究中，是以彭月茵、葉玉珠（2007）

所編製的「意義建構量表」中的「提升自我能力」與「強化專業知能」之得

分來代表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的意義建構程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意

義建構的程度越高，反之則越低。 

 


